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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

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

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

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中

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

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 要集各国之

力，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

面科研攻关。 探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

急联络机制。

第三， 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

用。 中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施。 我建议，二十

国集团依托世卫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

息共享， 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

南。 要发挥二十国集团沟通协调作用，

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

议。

第四，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 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

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要实施有

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护全球金

融市场稳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 中国将加大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

药、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 要保

护弱势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中国

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 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

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

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

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

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

易，发出有力信号，提振世界经济复苏

士气。 制定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并就

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

制性沟通和安排。

习近平最后强调， 值此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直面挑战、迅速行动。 我坚信，

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

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

美好的明天。

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国王

萨勒曼主持峰会。 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嘉

宾国领导人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

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

际组织负责人与会。

各方在发言中均认为，新冠肺炎疫

情正在世界范围快速蔓延，不仅严重危

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还对全球经济、

金融、政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面对这

一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和合作，应迅速采取

协调、有力行动，有效切断疫情传播，加

强药品和疫苗研发等科研合作，加大对

患者救治力度，有力维护民众生命安全

与身体健康。 要采取有效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

全球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尽快复

苏，全力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

害。 各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提高

应对能力。

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

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肖捷、

何立峰等参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

特别峰会由沙特主办， 以视频方式举

行，旨在推动全球合作应对疫情、稳定

世界经济。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指出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

和拓展， 统筹推进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我们将准确把

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

性变化， 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

应对举措， 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

习近平表示，在你的带领下，世界

卫生组织积极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国将继续坚

定支持你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抗疫

合作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 中国一直以

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国际社会抗疫努力，

已经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

组织以及 80 多个国家提供援助。 中方

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国际社会

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习近平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

表明，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 国际社会应该守望相助、 同舟

共济。 我们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

一道， 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

贡献。

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疫

情防控形势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坚持从

大局出发，保持定力、敢于斗争，立足打

持久战做好思想和工作准备，更加科学

周密部署实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努力实现“两手抓、两促进”和

“双胜利”。

会议强调，要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 严格实

施入境旅客全覆盖的“三查三排一转

运”口岸检疫措施，强化航空运输、口岸

检疫、目的地送达、社区防控的工作闭

环。 严密筑牢海关检疫、隔离医学观察、

医疗机构诊断治疗“三道防线”，严防输

入病例引发本地感染。 做好集中隔离点

和医院床位统筹储备预案，用心用情做

好集中隔离入境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

扎实做好各类人员健康管理，稳妥有序

做好湖北返穗人员返岗安置和滞留湖

北人员返穗工作。 进一步加强医疗救

治，做好一线工作人员和医护工作人员

的个人防护，尽快全面恢复正常医疗秩

序。 继续加强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做好

国际合作和对外援助工作。 全力打好清

明前后关键期的防控硬仗，严防聚集性

疫情风险，做好森林火灾防范工作。

会议强调，要有序有效推进复工复

产工作。 落实省委“十个千方百计”部

署，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全面落实

援企惠企政策，着力提升复工复产质量

和效率，加快推进重点项目、重点平台

建设，积极扩内需、促消费 ，建立健全

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

秩序。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强化组织保

障。 压紧压实各区各部门、 企事业单

位等的主体责任， 科学统筹调配力量，

落实好轮休等政策， 抓好关心关爱工

作， 让防控一线人员始终保持良好工

作状态和精神状态。 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 进一步筑牢联防联控、 群防

群控防线。 加强宣传报道， 充分报道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更好强信心、

暖人心、 聚民心。

充分体现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

忘乱”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危机意

识， 充分体现了对重大风险的科学态

度、战略决断和责任担当，充分体现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大无

畏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

科学行动指南。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掌握

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认识论方法

论，不断提高“六种思维”能力，提升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做到始

终坚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 始终坚持打好主动

仗、下好先手棋，始终坚持依法科学精

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坚持在实践

中历练锻炼、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

广州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张硕辅强调， 要科学研判形势变

化， 准确把握广州当前面临的风险挑

战，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坚持从大局出发，保持定力、敢于斗争，

做实做细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 一要全力做好疫情“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 牢牢守住防范境外疫情

输入的关口，扎实做好境内返穗人员健

康管理，打好清明前后重要节点防控硬

仗， 抓好患者救治和防止交叉感染，主

动应对疫情日久带来的衍生问题，决不

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

势发生逆转。 二要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全

面步入正常轨道。 完善复工复产“五个

一”机制，精准有效推动复工复产、扩大

投资、促进消费、稳住外贸外资、推进科

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立同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三

要全力维护政治安全。 强化意识形态阵

地管理，加强舆论宣传引导，维护宗教

领域和谐稳定，依法服务管理新入境人

员特别是外籍人员，耐心细致做好思想

工作。 四要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以

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为目标，全

面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等各

行业领域安全治理，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和城市运行全

链条安全管理，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运行。

张硕辅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 切实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工作组织保障。 要发扬敢于斗争、 敢

于胜利的精神， 令行禁止、 有呼必应，

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推动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要练就精准

预判、 有效防控的硬本领， 强化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斗争一线锤炼， 自觉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 要

及时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把行之有

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 不断充实

完善“四个一” 应急响应机制和全国

全省“一盘棋” 应急处置机制等制度

机制。 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 求真务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各项工作， 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会上，温国辉、陈建华、刘悦伦、石

奇珠、罗冀京、陈志英、王世彤、谢晓丹、

徐咏虹、刘连生、潘建国、卢一先、蔡朝

林、胡洪分别发言。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有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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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复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扎实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落实

全省公路检疫站已全部撤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交综）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公路检疫站已全

部撤销。 接下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

策略，在科学精准防控同时，积极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

日前，在惠州市广惠高速小金口出

口，工作人员对检疫站各类设施进行拆

除，将指示牌、帐篷等物资搬上货车，有

序撤离现场。 在肇庆市广佛肇端州出

口，多名工作人员告别坚守了多日的公

路检疫站， 所有来往车辆停止检测，直

接通行。

在疫情高峰期和防控关键期，省交

通运输厅积极主动协同各地公安、卫生

部门，迅速在全省交通公路、港口、客运

车站、火车站、机场、口岸等区域设置检

疫站点，实现对全省交通卫生检疫全覆

盖，形成完善的检疫网络布局。


